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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羅兆泉牧師夫婦

經文：「神啊！求祢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詩16：1）
在宣教路途中，禱告蒙允的經歷多不勝數。其中一個發生於2001年，當時我
們在菲律賓倫布島如火如荼地進行翻譯工作。有一天，佩玲突然出現心律不規
則、咽喉發硬不適的情況，卻找不着引致身體不適的根源。因此，工場主管不
容許我們留在倫布島繼續翻譯聖經，卻要在差會中心觀察佩玲的身體情況。兩
個月後，一位同工與我們分享她曾遇到類似心律不規則現象，也沒法找出根源，
但經過禁食祈禱後，所有病徵都完全消失了。她提醒我們，這可能是來自仇敵
的攻擊，要以禱告應對。於是我們為此作了三天的禁食禱告，感謝主垂聽禱告，佩玲竟不藥而癒。
工場主管因此允許我們返回倫布島。在啟程之前我們往山區退修，特別為倫布
語翻譯工作禱告。當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駕車返回差會中心時，車子竟失去控
制，不但越過對面行車線，更快要衝下山坡。佩玲隨即想起了兩個幼女，心裏
羅牧師拿着損毀的呔鈴
說：「主啊！我把孩子交託在祢的手中。」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車子突然返回
另一邊行車線，但卻迎着一楝房子衝着去。霎時間，佩玲說：「無論任何情況，
我們仍然事奉祢。」在神奇妙的保守下，兆泉拼命扭軚，終於可以避免撞向房子。猛然間，車身開始向右傾斜，甚
至左邊前後車輪已經離地，就像亡命飛車的表演者，單以兩輪行車一樣，驚險萬分！
危急之際，佩玲開聲禱告說了兩次「主耶穌幫助我們」。奇妙地，車子竟然沒有翻轉，好像有一股力量托住，讓左
邊車身再次慢慢着地。左面的後車胎，因着地時碰到行人路石壆而爆破，車子也開始減速了。在這驚險絕倫，眼看
車子快要撞向前面距離約三十呎的路人時，感謝主讓兆泉成功地拉下手掣，煞停了車子。後隨的吉普車竟能夠及時
急轉軚盤，在我們車身右邊擦過，閃避了撞向我們橫卧路邊的車子。
我們魂魄未定，主的安慰卻隨即臨到：「若沒有祂許可，連一根頭髮也不掉落！」我們驚覺完全是神的恩手拯救了
我們的性命！祂不單使我們沒有撞到任何車輛或途人，我們也絲毫沒有受傷或受到任何巨大的震盪。在整個過程中，
每個關鍵時刻都可以致命，但神垂聽我們的呼求，在每個極險要的關頭保守我們，讓我們可以脫險。
祈禱／思想：
1. 你如何經驗禱告蒙應允？
2. 神如何救拔你？你願意投靠神，凡事倚靠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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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牆

「......從聽到你們的消息那天起，
我們便不斷地為你們禱告。」
（歌羅西書1章9節 ，當代聖經）

本會正在招聘新同工出任
事工拓展主任一職，求主
帶領合適的人加入本會辦
事處團隊。另外，本會將
於8月14日舉行周年會員
大會，屆時會選出新一屆
董事會成員，以及處理議
程中各事項，求主帶領當
••
天的大會和本會的發展。

3.村島家
2.羅兆泉牧師、
（日本◎宣教動員）
歐陽佩玲師母
（香港◎辦事處主管／退休）
村島夫婦要安排回港延續
永久香港居民身份，因疫
羅牧師夫婦的海外任務因
情未知能否如期回港，請
疫情的緣故而延期至明年
記念他們的計劃。他們希
1月才開始，請記念。羅
望幫助日本的教會認識威
牧師的大女兒將於本月中
克理夫的創傷治療事工，
離港前往羅馬尼亞，她會
求神為他們開路，幫助他
先當義工，求主保守她的
們發展工作。
旅程和帶領她的服侍。

5.譯思聆姊妹（Easyling）
（亞太地區◎傳訊主任）

6.徐氏家庭
（亞洲大陸◎行政／支援）

7.王先生夫婦（亞洲大陸◎ 8.Grace姊妹（南亞◎
地區主管／南亞◎ 識字教育）聖經運用）

姊妹的面癱已康復約八成，
但進展自2月開始變得緩
慢，求主繼續醫治，特別
是挪移已出現的後遺症。
姊妹在威克理夫國際聯會
的網頁管理上擔當新的角
色，將會兼顧更多工作，
請記念她的事奉。

感恩徐先生夫婦上月找到
短期租約的新居所，請記
念他們的搬遷和適應。他
們為兒子的教育需要作安
排，以及考慮長遠留港或
是返回美國事奉和生活。
求神帶領他們一家作決定
和計劃。

王先生夫婦原希望5月可
以安排返回工場，但因疫
情的緣故，未能成行。請
記念他們在忍耐和等候主
的引領和開路。他們現時
在港以遙距方式參與會議，
與團隊工作和聯繫，請記
念他們的事奉。

姊妹感謝神讓她可在港為
工場受水災影響的人士籌
募一點經費，願可幫助他
們度過難關。姊妹現正與
另一同工安排線上培訓，
願各方溝通順利，求神帶
領預備的工作，讓參加者
同得造就。

9.足印姊妹
（南亞◎電腦支援）

10.凱丰一家（亞洲◎
顧問／支援）

11.比目魚一家
（亞洲◎聖經翻譯／社區
支援）

12.輕舟姊妹
（亞洲◎聖經翻譯）

姊妹支援工場電腦方面的
運作，需要多方面的能力
和協調，暫時會以遙距方
式工作，求主幫助她適應
新崗位的事奉，使用她支
援多個團隊和工作人員的
需要。也請記念她在港的
日子能好好陪伴家人。

凱丰先生本月可能會協助
領袖溝通的培訓，也要講
道，並且在考慮未來的人
生計劃；凱丰太太則繼續
在國際學校裏工作，以及
照顧家庭的需要。他們的
兒子將會前往外國修讀碩
士課程，請記念。

比目魚一家須要搬遷，感
恩他們已找到合適的單位，
他們將於本月搬至新居所，
請記念他們的安頓和適應。
他們的兒子將於新學年入
讀本港的國際學校，請記
念各樣的安排和預備。

13.郭氏夫婦（亞洲◎
宣子教育支援）

14.AK Family
（亞洲◎語言學習）

15.劉太太
（東南亞◎識字教育）

郭太繼續參與宣教士孩子
的教育行政工作，並且作
G語言團隊的部分時間隊
員；郭生則要用一年學習
語言，之後會作工場同工
的關顧等，請記念他們的
新工作和新學習，以及語
言團隊成員的彼此配搭。

工場政局出現不明朗因素，
團隊已緊急撤離至另一城
市。AK在同工的建議下和
禱告後決定現階段先前往
美國完成最後一年的學位
課程。AK上月已飛往另一
國家。請記念他們能成功
申請美國簽證。

劉太太參與多個語言項目
的計劃因疫情而不能按時
進行，但她看到各團隊仍
努力把握各種可行的機會
繼續工作，十分感謝神的
幫助和恩典。請記念這些
工作的發展，求神賜智慧
給劉太太與團隊同行。

1.香港辦事處

4.飯糰一家
（亞太地區◎手語聖經翻譯）
太平洋地域有幾個國家分
別開展了聾人群體工作，
求神帶領所有項目的發展，
讓聾人群體被建立，得着
主的救恩。另外，飯糰家
的大兒子獲派第一志願的
中學，感恩，請記念他放
暑假後升中的適應。

姊妹參與工場的培訓項目
未有完整教材，而她也發
現在內容上有些問題，所
以要花時間處理。這項目
是遙距進行的，請記念有
穩定的網絡。姊妹於7至8
月在港兩所教會負責講故
事工作坊，請記念。

圖片來源：vectee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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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米露家庭（東南亞◎
圖書館管理／支援）

18.Lillian姊妹（東南亞
◎語言發展）

19.一心姊妹（東南亞◎
民族藝術）

米露家庭的小兒子早前多
天發燒，被轉介到一醫院
的兒童專科。感謝天父的
保守和恩典，他經過治療
後已康復和出院。米露要
適應工場一些新角色和工
作，請記念他們的事奉。

姊妹得到兩個宣教士家庭
的幫助，早前已順利搬到
回國述職的T家庭的房子
暫住六個月。姊妹雖然暫
時未能經常入村工作，但
她仍能在神所賜的亮光下
在鎮裏選取字典的字詞，
感恩。

姊妹上月順利回港和完成
隔離的安排，感恩。姊妹
的母親將會透過放射性治
療處理舌癌的情況，請記
念她的治療和康復，也求
主賜力量和安慰給姊妹和
其他家人照顧母親的需要。

22.冒號家庭
（東南亞◎聖經翻譯）

23.雅圖姊妹
（東南亞◎聖經翻譯）

手物夫婦已於上月底順利
回港和開始隔離的安排，
他們稍後會開展述職期和
放假，並且留港一段日子，
手物太太會安排部分時間
承擔母會的事奉，同時兼
顧工場的工作，請記念他
們的適應和事奉。

冒號先生既要上密集課程，
也要處理各種事務，求主
賜精神和體力給他應付。
冒號太太有時也感到勞累，
求主賜體力給她應付語言
學習和日常生活。也請記
念他們在另一個省安排的
各項身體檢查和活動。

姊妹已搬遷至團隊培訓中
心所在的地區，現暫住在
一同工的家中，請記念她
要在該區尋找合適的房子。
姊妹因疫情未能與語言助
手一起工作和學習語言，
繼續以自學方式學習，請
記念。

24.ST一家
（東非◎聖經翻譯）

25.莫先生夫婦
（東非◎聖經翻譯）

26.馬利亞姊妹（東非◎
聖經翻譯）

27.小量丸子
（東非◎聖經翻譯）

ST繼續以馬語、布龍語和
簡華美語譯經工作，與母
語譯經員通過互聯網聯繫
和合作，請記念他們有穩
定的互聯網連接。他們的
譯稿需要有譯經顧問審核，
求主預備人手。

米圖語馬太福音已完成回
譯及對經文的覆核修訂，
準備9月份的顧問審核，
請記念莫太太與團隊的合
作。摩利族家鄉發生衝突
事件，求主止息。團隊繼
續詩篇的釋經覆核，請記
念莫先生與團隊的工作。

姊妹與團隊希望於今年底
完成詩篇42至150篇的釋
經審核、詩篇42至110篇
的閱讀理解測試，以及詩
篇1至41篇的顧問審核工
作，求神賜健康、智慧和
悟性給他們完成工作。

小量丸子為下個年度的工
作安排作計劃，求主帶領
他們的下一步，幫助他們
有智慧地作出適當的安排。
丸子可能會參與貝里語譯
經項目，求神帶領這個新
項目的發展和姊妹的參與。

28.施先生夫婦
（非洲◎聖經翻譯）

29.小方瓦姊妹
（非洲◎聖經翻譯）

30.雞蛋花姊妹
（香港◎語言學習）

31.沈老師夫婦
（香港◎譯經顧問與支援）

施先生夫婦的新約聖經翻
譯項目現只餘下五卷經卷
要翻譯，請記念他們的工
作，也求神使用曹宜族的
社交媒體和網頁，帶領更
多族人接觸神的話語。施
先生夫婦早前有機會與兩
個孩子一家團聚，感恩。

姊妹上月有機會參與線上
譯經顧問培訓工作，請記
念她所學到的將來能夠有
機會應用和實踐。姊妹本
月會放假一個月，前往另
一國家，請記念她期間要
完成的事務、目標，身心
也可在放假期間好好休息。

姊妹繼續努力學習未來事
奉工場的國家語言，感恩
有一點進展，求主繼續賜
智慧給她學習。因全球疫
情仍未受控，工場政府也
未開放工作簽證和學生簽
證，姊妹在繼續等候合適
的時候出發，請記念。

沈太太上月平安從新加坡
回港，他的父親身體狀況
衰退，心靈仍未願意接受
耶穌，求主憐憫。沈老師
上月底順利接受一手術，
請記念他的休息和復原，
以及沈太太各方面的照顧。

32.憬連姊妹
（香港◎譯經顧問訓練）

33.乾糧姊妹
（香港◎接受手語訓練）

34.風鈴姊妹
（香港◎等候出發）

35.甩轆夫婦
（香港◎預備受訓）

姊妹最近在做一項要聯繫
許多人的工作，為一資源
平台加入更多資料，求主
帶領她與多個組織合力完
成工作。此外，姊妹求主
賜她作譯經顧問學徒所需
的一切，例如成熟的靈性
和謙卑的態度等，請記念。

姊妹計劃以香港為基地，
以遙距方式參與其他地區
的手語譯經工作，並且安
排出差到工場事奉。另外，
姊妹的團隊將於11月舉行
大型會議，姊妹獲邀成為
籌委之一，請記念她與其
他同工的合作和服侍。

感謝神帶領風鈴姊妹再次
成功申請成為本會短期會
員。姊妹將會到台灣參與
當地的聖經運用工作，請
記念她各方面的預備和安
排，求主帶領她在合適的
時候出發。

感謝神帶領甩轆夫婦成功
申請成為本會長期會員。
他們有心志參與聖經翻譯
的工作，須要接受語言學
的訓練，也要建立伙伴等，
求神帶領他們找到合適的
培訓，幫助他們各方面的
預備。

16.羊先生一家
（東南亞◎聖經翻譯／
行政支援）
羊先生感到雖然工作有壓
力，但感恩能夠與團隊的
成員在靈裏建立更深入的
關係，學習彼此同行和分
擔。疫情下，小羊羊能繼
續上半日課，其餘時間在
家學習，請記念他的成長。

21.手物夫婦
20.箭袋家庭
（東南亞◎宣子教育及舍監） （東南亞◎語言學習）
箭袋夫婦感謝神為他們開
路，讓他們可以辦理和取
得新一期的簽證。箭袋太
太在新學年加入一間國際
學校任教，兩個孩子也入
讀該校；箭袋先生則繼續
宣子教育中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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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故事
口述聖經故事
在口述聖經故事工作坊裏，參與者有機會
在小組面前練習他們的故事，建立信心，
幫助他們了解如何處理故事。

攝影：UN Photo/F Charton
文字：Elyse Patten

一位孔塔里族（Kwomtari）的參與者寫道：
「口述聖經故事工作坊增強了我的信心，
教我如何把一個故事很好地融入我的想法
中，並把它留在心裏。我已經學會如何用
開頭和結尾來講述一個故事。我覺得口述
聖經故事教導我，讓我能夠做我作為教會
領袖的工作。」

（相片及資料來源：thepngexperience.wordpress.com）

最新消息

新一輯《聖經翻譯拾穗》系列
新一輯《聖經翻譯拾穗》系列面世啦！今次本會總
幹事羅兆泉牧師分享約翰福音的翻譯問題，共有六
集（6至11集），現陸續推出，歡迎收看和分享：
本會網站：www.wycliffe.org.hk→差傳資源→
多媒體→網上短片→
《聖經翻譯拾穗》系列
本會Facebook: www.facebook.com/wbthk

8月份祈禱會
因本港新冠病毒疫情緩和，本會將以
現場實體形式舉行8月份祈禱會：
日期：2021年8月2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
主題：蒙召見證――甩轆夫婦
地點：本會辦事處
（九龍旺角運動場道21-27號
運泰大廈2A，近太子港鐵站
A出口）

Youtube: 搜尋「聖經翻譯拾穗」

（攝影：Marc 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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